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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杜俊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临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59,616,193.97 1,453,377,933.16 2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2,048,793.38 1,071,246,161.65 0.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781,257.25 -103,977,298.06 -208.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11,189,221.71 418,696,952.33 4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127.86 -72,496,490.34 10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29,255.53 -81,547,126.65 6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6.03 增加 6.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3 -0.2095 10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3 -0.2095 101.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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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222.39 44,817.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0,509,280.52 28,025,994.4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59,763.19 4,231,484.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9,000.00 27,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3,269.40 -689,683.4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92,827.54 892,827.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7,157.03 -1,250,382.44  

所得税影响额 65,415.12 -318,674.60  

合计 21,370,082.33 30,963,383.3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80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标准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147,991,448 42.77  
无 

 国有法人 

谢慧明 17,295,440 4.9985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兴丽 2,312,100 0.67  无  境内自然人 

余思远 1,715,101 0.5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平 1,699,404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娜 1,576,700 0.46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力 1,484,800 0.43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军 1,262,800 0.36  无  境内自然人 

杨燕宜 1,237,000 0.36  无  境内自然人 

刘新渭 1,200,000 0.35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47,991,448 人民币普通股 147,991,448 

谢慧明 17,295,44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5,440 

刘兴丽 2,3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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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思远 1,715,101 人民币普通股 1,715,101 

黄平 1,699,404 人民币普通股 1,699,404 

李娜 1,57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6,700 

杨力 1,48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4,800 

赵军 1,2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800 

杨燕宜 1,2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7,000 

刘新渭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发起人，与公司存在一

定关联交易。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两个转变”的战略落地，从产品经营向客户经营、品牌经营转变，

从单一缝制设备供应商向环境与服饰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商和系统服务商转变，基本构建了为客

户提供以环境与服饰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圆心的设备、工程、运营、服务、金融、供应链、智

能化七大增值服务系统方案，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20 年 1-9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11

亿元，同比增长 45.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1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1）持续推进归零赛马、摘标对赌机制，强化目标意识和责任主体意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行归零赛马、摘标对赌机制，将公司业绩考核对象分为多个赛马团队，

以季度为期间与公司签订归零赛马专项军令状并缴纳相应对赌金。依据目标完成情况对照军令状，

严格按照军令状相关条款约定进行奖惩。归零赛马、摘标对赌机制的推行，在公司内部各马队之

间形成比成效、拼思路、论发展的奋斗格局，有效激发了团队战斗力和公司发展活力，为公司大

幅减亏并实现盈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不断强化研发能力，推动产品技术升级 

报告期内，加快新产品研发进程，物联网项目完成 V2.0软件系统的升级优化，已逐步在市场

上迭代升级；围绕主销产品的高性价比平缝机、包缝机系列产品实现批量生产；针杆旋转自动模

板机和激光切割系列产品已进入市场销售；完成 KN95 口罩机升级迭代工作，样机测试性能、功能

均居业内领先；厚料机 GC3000综合送料平缝机已进入市场销售，特别是针对 12 股线应用研究，

首次使用到皮革沙发明线作业上，并实现小批量销售；物联网模块的系统已逐步开始在厚料机型

上成功应用，为打造厚料机智能工厂做好了技术准备。2020 年 1-9月，公司申请专利 47项。截

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专利 289件，其中发明专利 3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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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践行“要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品找客户”的市场理念，努力扩大疫情相关产品生

产销售 

面对疫情的全球扩散，迅速反应，跨界联合自动化技术资源，投入全自动 N95 口罩线生产，

在满足疫情窗口期订单需求的同时，作为长线产品进行能力储备，满足国内外口罩生产线的升级

优化。公司通过功能拓展，将“VETRON”超声波粘合机应用于防护服、手术服、N95口罩的生产，

在工信部定点某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实现批量应用，打造了“VETRON”产品国内示范基地。充分发

挥“标准”品牌的市场影响和客户认知优势，多渠道组织热风压胶机生产资源，满足市场需求。 

（4）着力打造设备服务专业小组，在服务领域寻求市场机会 

在投产口罩线设备生产的基础上，整合人力资源，加强培训，承接口罩线调试、维保服务。

集中公司具备强弱电技能、机械设备维修技能、管道维修技能人才，归零为整，开展设备服务相

关业务。发挥自身技术和制造优势、社会资源终端零售和海外贸易优势，进行供应链金融、口罩、

口罩机生产等全面合作，开展口罩机综合运营业务，构建新模式，增加盈利点。 

（5）多举措实施开源节流，实现降本增效 

发挥公司机械加工能力优势，积极拓展外部加工服务市场，增加工业加工服务收入，改善子

公司标准精密的运营质量。充分争取税收减免和稳岗补贴等政策，合理降低相应成本。利用多种

形式加强宣传，节能减排，杜绝餐饮浪费，调动每位员工立足本职岗位为降本增效做贡献。 

（6）强化安全、环保和现场管理工作，努力实现“成为员工爱戴、令人尊敬的企业”目标 

为理顺工作流程，公司将环保、安全和现场管理工作进行整合，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对

各业务单元的环保、安全和现场管理工作进行彻底整顿，通过每周不定期检查，将整顿成果作为

制度固化下来，为公司“成为员工爱戴、令人尊敬的企业”这一目标持续努力。 

 

3.2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4,894,236.72 376,603,836.60 -42.94 
主要因本期标准供应链采购支出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386,571,275.33 265,219,402.68 45.76 
主要因本期新增子公司标准供应链应

收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80,313,454.72 3,569,320.60 7753.41 
主要因本期子公司标准供应链预付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7,275,562.25 7,449,475.02 1340.04 
主要因本期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246,057,650.18 5,006,859.68 4814.41 
主要因本期母公司专项贷款及子公司

标准供应链短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64,530,000.00 28,344,290.00 127.66 
主要因本期子公司标准供应链应付票

据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5,960,705.10 6,524,640.66 144.62 主要因本期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801,554.50 26,778,398.20 78.51 主要因保证金和代收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74,891.66 848,203.29 144.62 主要因本期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92,682.75 -761,186.62 43.55 主要因汇率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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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11,189,221.71 418,696,952.33 45.97 
主要因本期新增子公司标准供应链收

入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512,210,370.58 331,864,824.92 54.34 
主要因本期新增子公司标准供应链成

本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6,816,049.57 26,995,627.52 -37.71 
主要因标准欧洲研发人员和试制费减

少所致 

财务费用 618,616.21 -1,561,799.12 139.61 
主要因银行贷款和股东委托贷款增加

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8,025,994.44 2,929,134.63 856.80 
主要因本期养老、稳岗补贴及疫情补

贴等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72,766.52 -18,314,411.91 115.69 
主要因本期应收账款回款较上年同期

增加，信用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134,305.93 -6,933,252.39 -54.79 主要因本期存货跌价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5,666.60 105,962.25 -56.90 主要因本期处置资产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171,145.20 -75,480,758.76 99.77 
主要因本期营业收入、政府补助增加

及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0,781,257.25 -103,977,298.06 -208.51 

主要因本期新增子公司标

准供应链购买商品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069,979.32 -27,923,463.57 -208.24 

主要因本期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0,916,595.34 -274,093.21 91644.26 

主要因本期取得银行贷款

和股东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3.3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临潼生产基地搬迁 

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发布《标准股份拟实施规划搬迁改造的公告》（2019-023），将由西

安城发集团对公司临潼生产基地实施整体搬迁改造，西安城发集团先行选址建设新厂区，建成后

公司整体迁入使用。总体目标为2020年年底前完成搬迁改造。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新厂区主体工程已完成，公司正在进行搬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公司后

续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做好搬迁改造工作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2）对外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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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认缴出资200万元（股权占比40%），陕西银星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300万元（股权占比60%），合资成立西安标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缝制设备电

控系统的研发。截止报告期末，各方出资已完成。 

（3）部分土地使用权交储 

2020年9月30日，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

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位于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22号范围内

74.414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将被有偿收储，补偿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19,113.69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签署收储协议，后续将配合土门管委会做好资产移交工作。若2020

年第四季度全面完成交割，将增加2020年利润约1.36亿元。 

（4）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 

2020年9月14日，公司对外披露《标准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2020-042），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安市国资委”）决定将

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集团”）100%股

权无偿划转至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集团”）。9月16日、23日分别披露

《收购报告书摘要》和《收购报告书》。 

2020年10月12日，公司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公告》，标准集团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变更完成后，陕鼓集团持有标准集团100%股权。至此，本次无偿划转

事项已全部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仍分别为标准集团和西安市国资委。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1-9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11亿元，同比增长45.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13.41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将继续推进归零赛马、摘标对

赌机制，力争实现2020年主业扭亏为盈的经营目标。 

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

购储备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位于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22号范围内74.414亩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将被有偿收储。若2020年第四季度全面完成交割，将增

加2020年利润约1.36亿元。 

综上，公司预测2020年度将实现盈利，同比实现扭亏为盈。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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